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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要] 随着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产业的迅速发展,新一代信息技术也随之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新的
革命。在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下,高等院校义不容辞的承担非常重要的责任,特别是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
养方面,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。启动 1+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,对推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至关重要。
如何贯彻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理念,按人才需求将职业技能融入云计算专业建设中,培养适合企业云计
算相关岗位的人才需求,是各个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与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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